
「獨」生涉攜械示威被起訴
劉康袋藏氣槍 在校屢違規被警告 仲嫌阿媽「港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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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專才」變黑工事件
日期 事件

2017年6月8日 著名咖啡店「%Arabica」於今年6月，在香港尖沙咀天星碼
頭開設分店，並邀請一名日本女咖啡師來港。由於咖啡師涉
在港沖咖啡，被控告違反不可工作的逗留條件。

2017年5月7日 英國樂隊TTNG及Mylets共4名男子在觀塘鴻圖道一工業大
廈內表演，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入境處拘捕。

2016年4月1日 曾擔任台灣女團黑澀會美眉成員的32歲台灣模特兒唐子涵，
與27歲日本女模石田智美，當日在沙田出席一場私影活動，
其間遭「放蛇」的入境處人員表露身份拘捕。

2016年2月 日本國寶級空手道大師佐久本嗣男，獲邀來港在香港體育學
院授課5天，疑因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未為他申請工作簽
證，在香港體育學院授課期間被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帶走，
扣查10小時後獲准保釋。

2005年 勞工處前助理處長周東山開設的東山語言中心，發生幼童上
廁所疑被西班牙語導師夾傷手指事件。受害人父親入稟區域
法院索償，周東山在庭上被揭發懷疑聘用黑工當教師，周解
釋有為導師申請工作簽證，但入境處未有批出。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在林鄭月娥去年11月出席明報校園記者頒
獎典禮時，在大合照期間，站在後排的

葵涌循道中學中五生劉康突然取出手機展示違
法「港獨」標語。去年12月12日晚上，數十
名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外紮營「抗議」修改議
事規則，警方在中區添美道及夏慤道交界，發
現身穿黑衣黑褲和戴着口罩的劉康形跡可疑，
上前截查時在其側孭袋內檢獲一支懷疑氣槍，
隨即以涉嫌管有仿製火器帶返中區警署調查。

鬧阿媽「港豬」《蘋果》鬼祟刪內文
劉康獲保釋後分別3次到警署報到，警方均
以律政司未有指示為由，延長保釋期限，事隔
4個月後，警方終作出起訴。

劉康昨日在接受《蘋果日報》查詢時證實，
事隔4個月後終得悉被控告，並稱對「港共政
權」感到非常不滿，又稱會以平常心面對官
司、照常上課，更透露有義務律師替他打官
司，暫不評論勝算。《蘋果》文中還引述他在
早前的訪問中曾形容擔心他的母親是「港
豬」，但有關內容其後被刪除。

「學動」擾校包庇 並發動網上批鬥
劉康於去年11月中以葵涌循道中學學生身份

出席校園記者頒獎禮活動，與大批學生一起上
台跟典禮嘉賓林鄭月娥影大合照，其間站在後
排的劉康透過手機屏幕展示「港獨」標語，又
在校內派發「港獨」單張。

事後，校方向劉康作教育及警告，要求他不
應在校內、身穿校服或出席學校活動時宣傳未
經校方同意的議題，及約見其家長商討，明言
劉再犯即會記過。
「學生動源」等團體聲言遭到「打壓」，針
對葵涌循道中學大搞批鬥，發動數十人於該校
門外派發「港獨」傳單，滋擾到學校日常運
作，令學校要安排學生改從後門放學。
教育局在得悉有關宣「獨」及企圖干擾學
校輔導工作事件後，曾作出嚴厲譴責。至於
劉康本人，校方當日以安全理由讓其留校輔
導，未有與校外滋事者會合，「學生動源」
隨後再次發動網上批鬥，聲言他遭學校「禁
錮」。
「學生動源」被視為過去一年多中學校園播
「獨」的黑手，前年暑假開始煽動部分中學生
盜用所屬學校名義，於網上成立所謂「本土關
注組」，在校外「港獨」組織「供貨」下於校
內派發宣揚「港獨」單張，而部分「本土關注
組」後來更被揭發僅是個別已離校畢業生成
立，與在校學生並無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曾在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拍攝大合照時展示

「港獨」標語、聲稱已退出「獨派」組織「學生動源」的16歲中五男生劉

康，於去年12月在一次抗議行動中被警方搜出一支氣槍。警方經過前後4個月

調查，近日正式落案起訴劉康一項「管有仿製火器」罪名。據悉，其家人將會

為他找律師應付今次官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早年在格蘭披治桌
球賽決賽中擊敗傅家俊奪
冠的英國著名桌球手史提
芬 ． 李 爾 ( Stephen
Lee )，涉嫌來港做黑
工，於佐敦一間桌球室教
波賺取外快，上周四被入
境處人員假扮學員放蛇拘
捕。李爾被控告一項「違
反逗留條件」罪名，昨被
帶往屯門裁判法院提堂，
李爾表明不會認罪，獲准
以人事及現金各兩萬元保釋，於周一 ( 16
日) 再提訊。

千元教句鐘 講明唔認罪
現年43歲的英籍被告李爾，在英式桌球
圈頗負盛名，世界排名最高位列第五。控
罪指他於本月9日以訪客身份來港，獲准
逗留至10月6日，留港期間不能工作，惟
本月12日被告卻受僱於佐敦一間桌球室。
據悉，入境處人員於本月12日放蛇，假
扮學員參加由李爾指導，每小時收費1,000
元的桌球訓練課程，當場將其拘捕。
根據控方案情，李爾接待放蛇入境處人
員，提及由他教授的課程，放蛇人員在接
待處付款1,000元，李爾則將球桿放在桌球
枱作出指導。代表大狀指李爾在港沒案

底，過去10年曾來港20次，在本案中並無
收取任何金錢。
裁判官雖批准李爾擔保外出，但表明不

准離開香港，並需交出旅遊證件，在法庭
提出的指定地點留宿等。李爾散庭後急急
返回入境處辦理留居手續。

曾贏傅家俊 打假波毀前程
資料顯示，李爾是前英格蘭英式桌球名

將，於1998年格蘭披治桌球賽決賽中擊敗
傅家俊奪冠，但他因打假波在多場賽事中故
意輸波，2013年被罰停賽12年兼罰款4萬
英鎊，職業生涯自此玩完，生活變得落魄，
不得不依靠領取每兩星期發放的133英鎊社
會救濟金過活。及後因個人生活開銷龐大，
2014年決定在網上出售自己的球桿。香港

一名球迷以1,600英鎊的價格成功投得，並
與李爾達成交易，將費用存到李爾妻子的銀
行戶口，但李爾卻未有將球桿寄送到買家手

中。同年6月，英國當地法庭裁定李爾詐騙
罪成立，判罰李爾1,815英鎊，其中包括退
還受害人的1,600英鎊球桿費用。

英國前桌球手 佐敦教波涉做黑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昨日氣溫
接近攝氏30度，一名七旬老翁參加行山團
前往荃灣城門水塘行山，其間感到不適，
繼而暈倒。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將他救
起送院，最終不治。警方目前正設法聯絡
死者的家人協助調查。
據天文台的資料顯示，昨天日間天氣炎

熱，天水圍、上水及打鼓嶺更高達30°C，荃
灣最高溫則為29.1°C。事發時，荃灣城門谷
錄得氣溫28.4°C，相對濕度有68%。
事發中午12時半左右，行山猝死男子姓

張 ( 71歲 )，據了解張為退休人士，昨晨約
同舊街坊和行山友人合共40多人，結伴由
城門水塘出發行山，預計全程4小時，擬到
達沙田市中心後解散。
據與死者同行的行山友「阿旺」表示，

張早在2014年加入他們的爬山群組，但參
與他們的行山活動並不多，昨日為他第三
次參加行山隊。其間，張先偕同數名街
坊，約上午10時在荃灣城門水塘會合行山

隊後，大夥兒便出發到針山，計劃經過草
山，再到鉛鑛坳。
至中午12時烈日當空，眾人步行至城門水
塘近針山山坳，張已感到不適，面青唇白跌
坐地上。他期間曾休息，不少山友勸他折
返，但張拒絕。未幾，張突然發出「呀」的一
聲，暈倒地上，頭部撞傷，其他行山人士立
即合力將張抬至附近直升機坪。有團友更按
張的人中穴，希望他能醒來，但情況未有好
轉，團友決定報警求助。
兩名行山隊警員聞訊趕至，立即替張急

救，未幾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亦趕至山
頭，將已陷入昏迷的張伯送往東區醫院搶
救，惜延至約1小時後不治。
資料顯示，麥理浩徑第七段位於城門郊

野公園內，長度約6.2公里，需時大約2.5
小時，難度屬中等，較需體力完成，最吃
力的是往針山的一段，要攀過數個崎嶇的
山坡，但途中可俯瞰沙田谷、城門谷與城
門內谷的水塘。

七旬翁城門水塘行山猝死

■劉康(後排紅圈)曾與林鄭月娥(前排紅圈)合照時透過手機展示「港獨」標語。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屯門區近日接連發生非禮
案，繼上周四兩名女子同一日
被非禮後，屯門鄉事會路一間
食肆昨晨又再發生非禮案。一
名女子在店內疑被非禮後，事
主高聲求助，涉嫌「鹹豬手」
男子疑慌不擇路走入洗手間內
躲藏，正在附近巡邏的警員接
報迅速到場，將涉案男子拘
捕，帶署扣留調查。警方正設
法查證疑人是否與其他兩宗非
禮案有關。
涉嫌非禮被捕男子姓劉 ( 43

歲 )，昨晨9時左右，一名25歲
女子在屯門鄉事會路連鎖食店
內，突然高喊非禮，其他食客
聞訊代為報警。4名軍裝警員迅
即到場，事主向警員表示涉案
男子走入店內洗手間，警員遂
通知上級，並在洗手間外等
候，待目標男子步出，事主確
認為疑犯，警員立即上前將他
拘捕帶署，案件交由屯門刑事
調查隊第二隊跟進。
4月12日凌晨3時許，一名女
子途經友愛邨，遭陌生男子從
後用手掩口企圖非禮。同日早
上7時許，一名女子在輕鐵兆
康輕鐵站，被男子從後用手摸
臀非禮，兩宗案件正由屯門警
區重案組接手調查。

民記籲多警覺 促增巡查防狼
屯門友愛南區民建聯區議員

曾憲康透露，過去一兩年他接
獲零星投訴，包括有人在輕鐵
等公共交通工具上非禮，而受

害者主要為學生及年輕女士。警方很快就
作出相應工作，加派人員於車廂巡查。他
要求警方加強警力及巡查，又建議市民提
高個人警覺，盡量不要邊行邊玩電話，並
選擇大路及光源充足的道路，在必要時與
家人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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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
門龍鼓灘昨晨發現懷疑5枚迫擊炮
彈，事後證實無即時危險，被安全移
離現場，事件中無人受傷。
上午8時許，62歲外籍行山人士
John 報案，指龍鼓灘路近北朗發現
多枚炮彈。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接
報到場，於上址發現合共5枚不完整
的迫擊炮彈，口徑約81毫米，並有8
顆口徑約7.62毫米的子彈。警員經檢
查後證實迫擊炮彈及子彈均無即時危
險，稍後全部安全帶走。

龍鼓灘發現5枚迫擊炮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新界北
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人員昨凌晨約5
時，在吐露港公路一帶進行反超速行動，
其間發現一輛私家車沿粉嶺公路往吐露港
公路方向高速行駛，遂展開追截，最後於
吐露港公路近白石角截停該輛私家車。
警員經初步調查，將27歲姓蔡男司機

以涉嫌危險駕駛拘捕，男司機事後獲准保
釋候查，須於5月中旬向警方報到。現場
消息指，事發時蔡正駕駛一輛本田TypeR
跑車，遇上警方隱形戰車截查，於是立即
逃離現場。

27歲仔飆車涉危駕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黃埔花園附近
行人路懷疑因為地底沙石流失而輕微路陷，昨
晨行人路出現一個約3米深大洞，警方到場調
查後，即時封閉路陷一段行人路，以策安全。
現場為紅磡德安街11號黃埔花園紅棉苑對開

行人路。上午9時半左右，有路人見到上址出
現一個大洞，面積約1呎乘1.5呎，深2米至3
米。警方接報到場將受路陷影響一段行人路封
閉，通知有關部門到場處理，未幾現場即見到
有告示牌及圍欄。事件中無人受傷。

黃埔花園路陷現呎半大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一名交通警員昨駕駛電單車執勤期
間，疑閃避前面突然U Turn掉頭
的七人車，慌忙扭軚閃避，但仍失
控與七人車相撞，交警倒臥地上，
被翻側的電單車壓着，須由救護車
送院治理，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事發早上11時許，一輛交通部

電單車沿青衣路行駛至中石化油站
對出時，前面一輛由24歲姓冼男
子駕駛的七人車突然掉頭，交警鐵
馬連忙扭軚閃避，但仍失控撞爛安
全島燈箱，再衝過對面線翻跌地
上。七人車同時亦扭軚撞上，將鐵
馬夾在車頭與路邊石躉之間。交通
警頭及手腳受傷，七人車司機則腳
部輕微擦傷，兩人同時清醒被送往
瑪嘉烈醫院治理。

避掉頭七人車 警墮鐵騎被壓傷

■受傷交通警倒在路旁待救。 網上圖片

■■史提芬‧李爾史提芬‧李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龍鼓灘發現的懷疑迫擊炮彈。 網上圖片

■■德安街路陷德安街路陷。。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記者劉友光 攝攝

4月14日(第18/039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670,480 （4.5注中）
三獎：$98,230 （81.9注中）
多寶： $40,861,336

下次攪珠日期：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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